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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颱風超強颱風「「山竹山竹」」即將臨近即將臨近，，屬屬
打風打風「「水浸黑點水浸黑點」」之一的鯉魚門之一的鯉魚門，，
村民及食村民及食肆早已紛紛制定應對策肆早已紛紛制定應對策
略略，，預先將有可能被強風吹墮物預先將有可能被強風吹墮物
件清拆及玻璃門窗貼上膠紙件清拆及玻璃門窗貼上膠紙，，希希
望盡量減少損失及受傷意望盡量減少損失及受傷意外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鯉魚門視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鯉魚門視

察察，，天氣尚算天氣尚算「「風和日麗風和日麗」，」，避風避風
塘未見太多船隻停泊塘未見太多船隻停泊，，沙灘則有部沙灘則有部
門人員趕製沙包及搬運活動擋水門人員趕製沙包及搬運活動擋水
板板，，為打風作好準備為打風作好準備。。自去年超強自去年超強
颱風颱風「「天鴿天鴿」」吹襲後吹襲後，，今年初政府今年初政府
部門已開始動工部門已開始動工，，分別在海面加建分別在海面加建
防波防波堤堤及行人路邊築起及行人路邊築起11米高石屎米高石屎
牆牆，，阻止海浪湧上岸阻止海浪湧上岸，，已接近完工已接近完工
階段階段，，剛好在剛好在「「山竹山竹」」襲港時發揮襲港時發揮
功效功效。。此外此外，，記者發現不少食肆及記者發現不少食肆及
村屋居民村屋居民，，昨日已開始做好防風及昨日已開始做好防風及
水浸預防措施水浸預防措施。。
臨海經營海鮮食肆的黃先生向記臨海經營海鮮食肆的黃先生向記

者稱者稱，，上次上次「「天鴿天鴿」」襲港時店舖嚴襲港時店舖嚴
重受損重受損，，露台也被海浪沖毁露台也被海浪沖毁，，維修維修
費用接近費用接近2020萬元萬元，，還未計及所失還未計及所失
生意額生意額。。他續說他續說，，對於超強颱風對於超強颱風

「「山竹山竹」」被形容得非常強勁被形容得非常強勁，，故一故一
早做定準備早做定準備，，昨日已將海中船躉拖昨日已將海中船躉拖
入避風塘入避風塘，，將店外所有可能被風吹將店外所有可能被風吹
跌的物件清拆或搬走跌的物件清拆或搬走。。
黃接受記者訪問時黃接受記者訪問時，，正將鄰近正將鄰近

其海鮮店碼頭邊的救生圈綁上尼其海鮮店碼頭邊的救生圈綁上尼
龍繩龍繩，，以防萬一以防萬一。。他表示他表示，，原本原本
明日有明日有7070圍長者宴圍長者宴、、後日有後日有2525圍圍
酒席酒席，，顧客因打風已來電取消預顧客因打風已來電取消預
訂訂，，令食肆損失不少令食肆損失不少，，但亦只好但亦只好
無奈接受無奈接受，「，「無理由為賺錢要老無理由為賺錢要老
人家冒風險人家冒風險」。」。
另馬環村居民李伯則指另馬環村居民李伯則指，，他與他與

家人在村內居住近家人在村內居住近2020年年，，因村屋因村屋
臨近海邊臨近海邊，，差不多每逢打風也被差不多每逢打風也被
海浪湧入屋造成水浸海浪湧入屋造成水浸，，上次上次「「天天
鴿鴿」」襲港時家中也發生水浸襲港時家中也發生水浸，，可可
謂習以為常謂習以為常，，亦未有打算搬走亦未有打算搬走，，
相信部門加建的防波堤及石屎牆相信部門加建的防波堤及石屎牆
可以阻擋海浪可以阻擋海浪，，但亦會關好門窗但亦會關好門窗
及密切留意及密切留意「「山竹山竹」」所造成破壞所造成破壞
情况情况，，已做好隨時報警及舉家撤已做好隨時報警及舉家撤
離準備離準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蕭景源蕭景源、、劉友光劉友光

11米石屎牆擋浪米石屎牆擋浪
村民隨時撤離村民隨時撤離

全城戒備 迎戰「山竹」
三地齊諗計防風 港澳降雨量或高達3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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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聯合視像會議代表包括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高
栓柱、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長鄭楚明及澳門地球物理

暨氣象局副局長鄧耀民，主要討論「山竹」移動路線及
對區內影響。會議結論，預料「山竹」在登陸菲律賓
前，會保持時速230公里持續風速，登陸呂宋的可能性
較大，當「山竹」橫過呂宋後會減弱，但進入南海後可
能維持超強颱風級別。因「山竹」環流龐大，廣東、海
南、廣西都會受到風雨影響，屆時香港及澳門降雨量
100毫米至300毫米，風力達9級至10級，可能出現風暴
潮。
根據外國氣象部門及衛星圖像資料顯示，超強颱風「山
竹」風眼直徑，由前日48公里增至昨日約55公里，直逼
超強颱風「天鴿」風眼直徑50公里至60公里，因颱風
「山竹」結構進一步變得扎實，顯示颱風強度持續增強
中。按照昨日移動路徑顯示，「山竹」以時速22公里向
西北偏西移動，10級風暴風半徑120公里，預料對菲律賓
呂宋島北部衝擊最大，明日（15日）登陸菲律賓卡加延省
（Cagayan），周日（16日）將於香港與中國南部登陸。

今晚料發一號戒備信號
隨着超強颱風「山竹」逐漸進入南海，內地及港澳政府
部門及市民已開始準備防風措施。香港天文台預料，今晚
或會發出一號戒備信號。
香港特區政府前日已召開跨部門會議檢視因應熱帶氣旋
襲港的準備及應變工作，會議由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主持，
按緊急應變計劃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及信息互通，
並指示緊急救援部隊作出部署及應變，應付超強颱風「山
竹」對香港可能造成的威脅。
今日政府將再召開跨部門會議評估最新情況，各部門匯
報其所做預備工作及應變計劃的行動安排。

市民買定3天餸 菜價升
此外，昨日陸續有市民到街市購買可以維持三四天的餸
菜，雖然還未正式掛風球，但菜價已開始上升。另過往每
逢打風也可能發生湧浪或海水倒灌的「水浸黑點」，市民
及店舖已紛紛做好預防措施（見另稿）。
民政事務總署發言人表示，已去信及聯絡物業管理公司
及住戶做好防風準備，並已聯絡各區的區議員、村代表、
鄉事委員會及業主立案法團等，協助提醒居民留意天文台
最新風暴消息及做好防風措施。發言人指，當天文台發出
一號及三號熱帶氣旋警告，民政署緊急事故熱線（2835
1473）及開放48個臨時庇護中心，署方會留意容易水浸
地點情況，聯同渠務署作預防措施。
該署另會特別聯絡鯉魚門、大澳和部分偏遠島嶼和的居
民代表和村代表，呼籲居民及早到安全地方或臨時庇護中
心暫住，並提醒居民作好防風準備。

渠署已巡察清理逾150地點
渠務署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則指，為減低颱風風暴
潮引致海水上升而帶來的水浸風險，渠務署與相關部門已
設立聯合應變聯絡機制，為居住在沿海及低窪地的居民提
供支援。該署工程人員已巡察及清理全港超過150個較易
發生水浸的地點，於容易受海水倒灌而引致水浸的低窪地
點安裝擋水板或在排水口安裝閥門阻止海水湧入，以及安
排承建商提供臨時抽水設施。該署會適時啟動緊急事故控
制中心，派遣應變小隊處理水浸事故。
隨着熱帶風暴「百里嘉」昨晨在廣東湛江市沿海登陸
後，昨晨7時40
分香港天文台取
消所有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天文
台預測，受超強
颱風「山竹」外
圍下沉氣流影響
中國東南部，今
日本港天氣酷
熱，氣溫介乎
27度至 33度；
展望明日天氣
酷熱，星期日
及星期一有頻
密狂風大雨，
海面有非常大
浪及湧浪。

面對今次超強颱風「山竹」來勢
洶洶，曾於去年「天鴿」襲港期間
發生嚴重水浸的柴灣杏花邨，屋苑
居民及物業管理公司早已嚴陣以
待，除玻璃門窗貼滿膠紙外，大
廈天井空地亦置放大堆沙包，準
備一旦出現湧浪或海水倒灌情况
時，用作阻止海水滲入地下大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杏花邨

了解，除見大部分單位窗口已貼
上「X」及「米」字膠紙外，更
發現有單位窗門框邊塞滿膠袋，
估計是「自製防漏」阻止雨水沿
窗戶罅隙滲漏。居民陳先生表
示，去年「天鴿」襲港時，因本
身家住近海大廈的中層單位，不
似一樓住戶遭海水破門而入，但
仍有雨水沿窗戶罅隙滲入屋。因
傳聞「山竹」較「天鴿」更犀
利，陳昨晨已去街市及超市「入
貨」，購買蔬菜及杯麵等食物，
以便不時之需，家中窗戶則貼好

膠紙及塞好毛巾，以防打風時雨
水滲入。
居民蔡先生指，上次「天鴿」

吹襲時家中嚴重水浸，因覺得香
港天文台一向「好準」，所以相
信這次「山竹」非同小可，會留
家避風。雖然外國打大風時，很
多居所也會嚴重損毁，但香港屋
苑結構好堅固，不擔心會發生類
似事件。但亦有市民因擔心居於
杏花邨的家人情况，昨日特別前
往探望是否做好防風措施。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屋

苑大廈地下大堂玻璃門已貼上膠
紙，大廈天井位地面則擺放大量
沙包，另屋苑及部分商場亦有店
舖玻璃貼有膠紙。惟記者欲進入
「天鴿」吹襲時發生嚴重水浸的
屋苑停車場內視察時，遭屋苑保
安員阻止，未能了解有何防預措
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超強颱
風「山竹」將於周末時間移向呂宋一
帶，預計進入南海後仍會維持在超強
颱風級別，相信周日會為香港帶來狂
風大雨。樹木管理辦事處總監高韻儀
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已督促
部門檢視樹木狀況，特別是人流及車
流多地方。她續說，如發現樹木有問
題會盡快修剪或加固，呼籲市民在惡

劣天氣下要小心，不要在樹下停留，
如發現危險樹木可向警方或消防求
助。
高韻儀表示，樹木辦如發現有問題

會盡快修剪或加固，並已提醒私人物
業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盡快採取
應對措施。她續說，市民在惡劣天氣
下，盡量要留在室內，即使惡劣天氣
過後數天，也盡量不要於樹下停留。

渠署加強防備水浸黑點
渠務署總工程師劉勝昌說，本港連

日下雨令泥土含水量飽和，預料「山
竹」吹襲下本港水浸風險相當高。他
續說，該署已針對水浸黑點及渠口較
易淤塞地方加強防備，並派員加強清
理渠口，也會在風暴期間加強巡邏黑
點，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即時調
動人手處理水浸。
發展局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辦)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已督促各樹

木管理部門檢視在人流車流高地方的
樹木，並盡快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
如修剪或加固樹木、移除枯枝、移除
有即時倒塌危險的樹木以及加快處理
市民有關問題樹的舉報和盡快完成已
安排的風險緩減工作。
樹木辦亦於其網站呼籲各私人物業

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
檢視物業範圍內樹木的狀況及盡快採
取合適的預防措施。颱風過後，樹木
管理部門將立即巡查樹木，並適時採
取緩減措施，保障公眾安全。

樹木辦籲樹下勿久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蕭景源蕭景源））超強颱風超強颱風「「山竹山竹」」預料明日進入南預料明日進入南

海海，，或對廣東沿岸造成嚴重威脅或對廣東沿岸造成嚴重威脅，，中央氣象台中央氣象台、、香港天文台及澳門地球香港天文台及澳門地球

物理暨氣象局物理暨氣象局，，昨日首次舉行三方聯合視像會議昨日首次舉行三方聯合視像會議，，商討商討「「山竹山竹」」移動路移動路

線及影響線及影響，，預料預料「「山竹山竹」」進入南海後進入南海後，，仍有可能維持超強颱風仍有可能維持超強颱風，，香港及香港及

澳門降雨量或高達澳門降雨量或高達300300毫米及出現風暴潮毫米及出現風暴潮。。隨着超強颱風隨着超強颱風「「山竹山竹」」逐漸逐漸

進入南海進入南海，，內地及港澳政府部門及市民已開始準備防風措施內地及港澳政府部門及市民已開始準備防風措施。。

超強颱風「山竹」逐漸向南海移近，
飽受「天鴿」蹂躪造成成 10死逾 200
傷、一度斷水斷電的澳門，日前居民已開
始作好預防措施，並爭相趕往超市購買食
水及糧食等物資，不少超市因供不應求，
被搶購至貨架一空。
超強颱風「山竹」被形容較「天鴿」

風力更強，雖然預計周日(16日)始於廣東
沿岸登陸，但早於本周一(10日)起，澳門
居民已急不及待趕往超市購買日用品及食
品，至晚上放工時間後，差不多全澳門各
大小超市也人頭湧湧，其中以樽裝水最為
「搶手」，不少人也一箱一箱購買，樽裝
水貨架不消片刻即已清空，職員除忙於打
單收錢外，更要不斷向顧客解釋需要翌日

才有樽裝水新貨。
澳門供應商聯合會會長葉紹文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供應商目前貨源充足，樽
裝水有8至10日的存貨，個別甚至有一個
月存貨，另超強颱風「山竹」來臨前亦會
補貨，故居民不用過分擔心。
據澳門居民陳小姐表示，去年「天

鴿」吹襲期間澳門一度停水3天，市區到
處滿目瘡痍，現在回想仍猶有餘悸。她續
說，為防「山竹」襲澳時再度歷史重演，
故提早購買食水及食物以防萬一，另寓所
窗戶亦早在「百里嘉」時已貼好膠紙，希
望今次「山竹」所造成的破壞，不會像
「天鴿」般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濠江人狂掃貨濠江人狂掃貨
樽裝水賣清光樽裝水賣清光

門窗貼滿膠紙門窗貼滿膠紙
天井大量沙包天井大量沙包

杏 花 邨杏 花 邨
澳 門澳 門

■今年初，政府
部門已在鯉魚門築起1
米高石屎牆阻擋海水。

香港文匯報
記者鄧偉明 攝

■大部分單位窗
口已貼上「X」及
「米」字膠紙。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打風配相，杏花?防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澳門居民全
家總動員到超市購
買樽裝水，以防打
風「斷水」危

機。

■打風下的最新髮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降雨量或高達香港降雨量或高達300300毫米及出現風毫米及出現風
暴潮暴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